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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炮兵气象观测仪数据采集系统 

荣 奎 陈 明 战延谋 王卓柱 

(炮兵学院 合肥 230031) 

摘 要：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MSP430系列超低功耗单片机的高效、高精度、自动化炮兵气象观测仪数据采集系统的研究与 

设计，用以满足炮兵综合气象观测仪数据采集需求。通过综合考虑系统的各项指标，设计了系统硬件电路，包括主控制模块、 

传感器模块和通信模块，软件主要采用 c语言编写，系统测试结果表明，整个数据采集系统性能可靠、工作稳定，能够满足炮 

兵综合气象观测仪精度数据采集和战技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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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data collection system in artillery meteorology
．

observation 

instrument based on M SP430 

Rong Kui Chen M ing Zhan Yanmou W ang Zhuozhu 

(Artillery Academy，Hefei 230031) 

Abstract：It designs an effective and precise data collection system in artillery meteorology observation instrument based 

on MSP430 series with low power consumption．The hardware design contains main control，sensor and communication 

modules．The result shows that entire data collection systematic performance is reliable and steady and it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llery meteorology observation instrument precision and war skil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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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本文以炮兵部(分)队获取气象通报为应用背景，介绍 

了一种方便可靠的炮兵气象观测仪数据采集系统，它以超 

低功耗单片机MSP43OF149为核心，配置了各种功能传感 

器，该系统能实时、精确地测量地面温度、压力、风速和风 

向，文中具体阐述了传感器的选取、系统硬件电路、软件流 

程，给出了试验结果。 

1 传感器的选取 

传感器是决定数据采集系统精度的关键，传感器的选 

择主要依据工作环境、测量精度、灵敏度、功耗、稳定性以 

及体积等因素。该数据采集系统需要用到的传感器有：温 

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风向传感器、风速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选用DS1820，DS1820是美国 Dallas公司 

生产的新型温度传感器，具有零待机功耗、测量范围广、温 

度数字转换快等特征。压力传感器选用ASDX015，ASDX 

系列压力传感器是 Honeywell公司的 ICT代表产品的一 

种增强型品种，具有低成本 DIP、温度补偿、校准的零点和 

量程、尺寸小、低噪音、高阻抗等特征，用于的功率的应用 

场合。风速传感器采用叶轮式风速传感器，风向传感器采 

用由平面电子罗盘 XW32OO'和风标组成的磁方位风向传 

感器。 

2 硬件设计 

数据采集系统是负责数据采集和传送的部分，基本任 

务为接收数据处理系统的命令，采集地面温度、压力、风速 

和风向数据，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判断，正确的数据正确 

的数据传送给数据处理系统，错误和误差较大的数据则 

剔除。 

数据采集系统主要由主芯片 MSP43OF149、压力传感 

器 ASDX015、温度传感器DS1820、风向传感器、风速传感 

器和通信接 口组成，数据采集系统的结构框 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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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据采集系统结构框图 

2．1 MSP430单片机 

相对 MCS51系列、PIC系列单片机而言，德州仪器公 

司(TI)推出的MSP430F系列超低功耗单片机有着很大 

的优势，其特点如下： 

(1)功耗低，电压范围宽 (1．8～3．6 V)，在1 MHz 

1．8 V条件下工作电流仅为 160 A，休眠时为 0．1 A，这 

时RAM 中的数据依然能够有效保持，真正达到了微安 

级。MSP430F14x单片机具有 5种节能模式：LPM0、 

LPM1、LPM2、LPM3、LPM4，这 5种模式为其低功耗管理 

提供了极好的性能保证。 

(2)丰富的外围模块集成，以 MSP430 F149为例，片 

内集成：看门狗定时器、1个精确的模拟比较器、2个具有 

捕捉／比较寄存器的定时器、8路 12位 A／D转换器、2个 

串行通信接口、1个硬件乘法器、6个 I／0端口(每个有 8 

个 I／0口)、60 KB的Flash ROM，2 KB RAM 。 

(3)先进的在线编程技术，所有型号都包含 JTAG 

(joint test action group)标准测试接口(IEEE1149标准接 

口)，方便进行片上在线仿真，固化于 Flash存储器内的程 

序易于在线升级和调试。 

(4)方便用户使用 C(使用 ANSI的 C)语言进行程序 

设计，支持汇编语言与 C语言的混合编程模式。 

2．2 温度测量电路 

温度的测量是利用数字温度传感器 DS1820，将采集 

到的温度数据通过主芯片 MSP430F149的 P6．5引脚传 

送给主芯片MSP430F149。根据系统的需要和实际情况， 

采用外接电源供电方式，主芯片的 P6．5脚用于 DS1820 

的数据输入／输出引脚。具体电路，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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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温度测量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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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压力测量电路 

压力的测量采用绝压传感器 ASDX015，其采集模拟 

信号，并将模拟电压传人主芯片，通过主芯片的 A／D转换 

模块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所以必须连接在主芯片 

具有 A／D转换功能的引脚上。MSP430F149的 P6口具 

有 8路 A／D转换通道，压力传感器连接于主芯片的 P6．4 

引脚。在实现 A／D转换功能时，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2．5 V 

作为 A／D转换的电压基准，但是压力传感器的输出范围 

为 0～4 V，所以在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端设计有分压电路。 

压力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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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压力测量电路 

2．4 风速测量电路 

风速的测量是利用叶轮式风速传感器，主芯片的 P1． 

0引脚接受霍尔传感器产生的电磁脉冲，具体电路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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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风速测量电路 

2．5 风向测量电路 

系统通过由平面电子罗盘 XW3200和风标组成的磁 

方位风向传感器实现风向测量，采用集成电路转换芯片 

MAX3232来实现电平转换，MAX3232芯片是 Maxim公 

司生产的电平转换芯片，能实现电平的双向转换。该芯片 

包含两路接收器和驱动器 IC芯片，内部有一个电源转换 

器，可以把输入的+5 V电压变换成为RS232输出电平所 

需要的一10～+10 V电压，其风向测量电路如图5所示。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一 31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研究与开发 

Cl+ VDD —  

C1． VCC 

C2+ 

C2． 

TlIN TloUT 

7 l 

T2IN T2oUT 

RloUT RIIN 

R2oUT R2IN 

GND VEE 

1 

图 5 风向测量电路 

2．6 通信电路 

数据采集系统 通过 RS485实现与数 据处理 系统通 

信，RS485是一种多点通信标准，采用差分信号进行传输， 

具有较高的抗共模干扰能力；能够检测到 200 mV电压， 

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 10 Mb／s。 

通信电路原理图如图6所示，MAX485连接主芯片的 

USART0，P3．3连接 MAX485的控制引脚，当P3．3为低 

电平时接受数据，为高电平时发送数据，U5C1为电源滤 

波电容，A、B端连接有 120 n的匹配电阻。 

C1 

图 6 通信电路 

3 软件设计 

数据采集系统在接收到数据处理系统命令后迅速开 

机或从低功耗状态返回，由传感器对温度、压力、风速和风 

向测量，主芯片接收各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存入固定存储 

器并进行滤波处理，滤波后的数据发送给数据处理系统， 

在接收到数据处理系统关闭系统命令后关闭数据采集系 

统，否则进入低功耗状态，等待下一次数据采集。数据采 

集系统流程图如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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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数据采集系统程序流程图 

4 系统试验与分析 

温度和压力精度试验是通过利用系统测出的温度值 

和压力值与气象台测出的标准温度值和压力值相对比，从 

而得出系统测量温度和压力的精度信息，判断系统设计能 

否满足精度要求。温度和压力的精度试验组织方法：将系 

统放置在气象台指定地点 48 h，每隔2小时读取系统测得 

的温度值和压力值，同时查取气象台此时获取的标准温度 

值和压力值，将两者测得的数值相对比，从而获取系统测 

量温度和压力的精度信息。部分测量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温度、压力精度试验部分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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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响精度的情况下可以舍去小数部分，然后转化为 

32位的频率控制字。AD9850的 40位控制字高 8位设置 

为00H。程序流程如图 4所示。 

[ 
I 

(上接第 32页) 

图 4 系统软件程序流程图 

续表 1 

压力／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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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计对 DDS信号源在 200 Hz～1．7 MHz范围内 

测试，结果符合所要求的性能指标。AD9850性能稳定， 

对时钟的波形要求不高，输出的信号稳定而且信噪比高， 

是一款性能优越的芯片。基于 DDS AD9850的电平振荡 

器的信号源设计，后级再加上 AGC电路(自动增益电路)， 

就可以实现频率可调、幅度可调的电平振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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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文选用MSP430F149作为系统的主芯片，压力传感 

器为 ASDX015、温度传感器为 DS1820。实验证明，主控 

制电路性能可靠，达到系统要求；传感器电路工作稳定，满 

足数据采集的需要；通信接口采用 RS485，满足数据传输 

的要求，整个系统性能可靠、工作稳定，能够满足精度和战 

技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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